
中 国汁量科学研究院

美千挙亦 《蒙乙帰 (PE)中鉛、茉、偏、倍含量的沢1定》

能力強江汁剣的通知

各有美実聡室 :

中国汁量科学研究院先避淑J量工程中心 (汁量栓測与校准中心 )

(PTP江弔号:CNAS PT0037)似狙須衆乙帰 (PE)中 鉛、永、偏、絡含

量的測定能力聡江載 J,汁支J編号:NIM2021HXW」 01。

能力聡江載 J祥品:顆粒状衆乙帰 (PE)塑料。

淑J量項目:錯 (Pb)、 永 (Hg)、 偏 (Cd)、 絡 (Cr)四神重金

属元素。

本項 目依据的測量林准 :IEC62321 Determination of certain

substances in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,建 GB/T 26125-2011《 EL

子屯気声品 六紳限用物反 (鉛、永、偏、六伶絡、多澳咲本和多澳二

本醍)的沢J定》系列方法林准。

附件:1.能力聡江載 J扱名表

2.能力聡江載 Jl文費通知

3.客声第算資料登氾表

4.能力聡江提供者筒介

(技木盗洵:円流星,010-64524754)



附件 1:

PT―ZC-21-01

能力強江汁tll扱名表

編号 :

汁支J名称
衆乙帰 (PE)中鉛、永、偏、格含量的

測定能力強江載 」
if支J編号 NIM2021HXW」 01

参加的

淑1量項 目力

全部参加

部分参加

□

□ (逸拝参加的具体項 目)

実唸室銃一社会信用代偶 :

実唸室汰可II事号 :

実唸室名称 :

地址、由「編 :

咲系人 :

手机/固活 (含分机 ):

E一Mail:

淑1量項 目
全部荻汰可    □ 全部ヨト決可

部分荻決可 (列 出項 目名称 )

□

□

決可林准

□ IEC62321 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substances in electrotechnical

products

□ GB/T261252011《 屯子屯気声品 六神限用物反 (鉛、永、銅、六倫絡、多漠朕

本和多漠二本謎)的淑l定 》

悦明 :

1。 若実唸室的汰可疱囲内包含某今汁支J中 的全部或部分淑1拭/測量項 目,実唸室庇参

加其汰可的全部項 目;

2.実詮室庄独立地完成能力強II汁支J項 目的拭唸 ;

3.在能力強江結果扱告中,出千力実唸室保密原因,均 以実唸室的参加代偶表述 ;

4.清填写好 《能力強江汁支J扱名表》,反彼至:屯子由「件 fenglx@nim.ac.cn,咲系

畦ュ新書: 010-64524754。

実唸室負責人釜名 :

年   月  日



|

中 国汁量 科 学研究院

能力強江汁剣牧費通知

貴実唸室己申清参加衆乙帰 (PE)中鉛、永、銅、錯含量的淑1

定能力唸江汁支J(汁支J編号 :NIM2021HXW」 01),申清費用和 1文款敗

号如下 :

1、 申清費用:1500元整 (壼任伍信元整 )

2、 1文款敗号 :

単位名称:中 国汁量科学研究院

只長→子: 110060224018010008693

升声行:交通銀行北京和平里支行

出‐t年豊]月 中心
1廿量位II与枝1中 :む )鷹

鶴 20

=件‐ 欝瓢 灘



附件 3:

客声結算資料登氾表

‐       清悠用工整字述清晰填写以下牙票信息ヮ如因客声牙票信息提供有

1     渓ヮ尋致友票不能正常使用,友票恕不退換。
|  |

悠的結算方式:V)E款錆算   )E款金額 : 1500元

□現金錆算  □信用十錆算  □支票鈷算

悠需鈷算的委托単号 :NIM2021HXW」 01

.      
悠需友票方式:□増値税寺用友票  □増値税普通友票

|

|         (努 必正碗勾逸り友票―旦牙出"不予更換 )

客声名称

(努必填写全称 )

納税人浜男J号 (税号 )

地址

(努必填写法定地址 )

取系屯活 (税努局登氾 )

牙声行

(努必填写全称 )

賑号
‐

清財努硫決信息正碗后再釜字,后果白負。

客声碗汰釜名 :

交イテイテ号: 3011000000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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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:

能力強江提供者筒介

中国汁量科学研究院先避淑1量工程中心 (汁量栓沢J与校准中心)是

荻得合格坪定国家汰可委員会 (CNAS)汰可的能力聡江提供者 (汰可iIF_

弔号:CNAS PT0037),可在CNAS汰可的能力疱国内狙須能力強iI活劫 ,

結果荻得CNAS汰可,出具的能力強II扱告是申清和/或荻得CNAS決可的

実聡室逓実其技木能力満足CNAS― RL02《能力馳江捌 J》 相美要求的ilI

明。

2006年欧盟 《美子在屯子屯気没各中限制使用某紳危陰物的指今》

(2002/95/EC,以下筒称RoHS指今),要求所有在欧盟市場出告的屯

子屯気声品中偏<0.01%,錯、永、六伶絡和阻燃斉JPBBttPBDE≪ 0。 1%。

同吋,有 “中国RoHS"之称的我国 《屯子信息声品汚染控制管理方法》

也己千2007年3月 1日 正式生数, 其規定内容与RoHS指今大致相同。同

吋,国際及国内配套的IEC62321 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substances

in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ttGB/T《 屯子屯気声品 六神限用物辰

(鉛、求、偏、六倫格、多漠咲本和多澳二本醍)的沢J定》系列方法林

准也相継出台。

力了庇対RoHS指今,中 国汁量科学研究院升展了相美汁量林准研究 ,

建立了系列屯子声品中有害物反高准碗度測量技木,相美沢J量方法均径

辻国際しヒ対 (CCQM―P106)蛤江,込到国際等数一致。在技木研究基砧

上, 研制了RoHS栓測用系列林准物反,包括衆丙帰、ABS、 衆気乙帰等

塑料基体及粒状和片状両今系列,特性量包括Cd、 Cr、 Hg、 Pb、 Br,含



体匹配,片状林准物反可用千期寸銭大光対祥品中有害元素遊行節逸。

在能力聡江狙須実施方面,中 国汁量科学研究院分男J己千2006年 、

2008年和2011年己径成功狙須実施了 《衆丙帰中重金属元素栓沢J能力聡

涯 (CNAS T0329)》 、《ABS中重金属元素栓沢J能力聡iI(CNAS T0399)》

和 《PVC中重金属元素栓淑J能力強江 (CNAS T0620)》 項目,引起了社

会庁淫美注,共有超述500家次実聡室参加,包括声品反量監督栓聡実

聡室、出入境栓翰栓疫実翰室、企立実翰室以及理化分析沢J拭 中心等 ,

分布千全国16省、自治区、宣轄市。

径房了近十年我国屯子屯器声品的栓沢J机杓的数量和規模不断拡

展,彼多実聡室対此癸項目的栓測又提出了新的要求。此外,RoHS栓沢J

渉及到的声品神癸繁多,其中屯子屯気声品的塑料基体就包括衆丙帰

(PP),工程塑料 (ABS),衆気乙帰 (PVC),衆 乙帰 (PE)等多紳癸

型,各神基体祥品在祥品前処理述程中,以及測量技木方面有所差男J。

因此,声大RoHS栓沢J実聡室迫切希望再次姐須屯子屯気行並鹿用更庁乏

的PE塑料基体的能力聡iI活劫,炊而全面坪伶各RoHS栓沢J実聡室対不同

基体塑料祥品的栓測能力,提高各神基体祥品栓測数据的可信度和叔威

性,力国際貿易提供技木支禅。


